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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. 关注认证的评估问题
认证

提供商 A

提供商 B

重要意义

认证范围包括哪些方面?

认证范围必须包括测试关键技术指标所需的所有

— 有多少个参数?

参数和区间范围。

— 具体来说，包括哪些参数和区间?
各个参数的测量不确定度有多高 ?

所有参数的测量不确定度必须低于技术指标的规
定范围。

表 2. 关注校准技术的评估问题
校准

提供商 A

提供商 B

重要意义

您提供多少个等级的校准?

您可能希望或需要符合 ISO/IEC 17025 标准的更

— 这些等级分别包括哪些类型的服务

高等级校准或接受认证机构的审计。

和文档记录?
— 测试是否涵盖仪器中所有已安装选
件的全部技术指标?
您是否使用原始设备制造商的程序和测

执行包含所有技术指标中全部测试点的完整

试软件?

OEM 测试可提升您对仪器测量结果的信心。

— 测试能否涵盖所有设备配置、范围和
数据点涉及的技术指标?
如果仪器未通过某一项性能测试:

供应商无法执行所需的调整时，他们会将仪器送

— 调整和重新测试是否属于标准校准

至其他供应商以进行“维修”，这将导致周转时

过程的一部分?

间延长和费用增加。

— 您能够提供哪个级别的调整?
如果仪器无法调整且需要维修，您能否

— 如果校准提供商将仪器送至原始设备制造商

在内部完成维修，或者送至原始设备制

进行维修，您可能会面临更长的周转时间和更

造商?

高的成本。

— 如果在内部维修，您使用新部件、翻

— 二手部件可能来自二手仪器，此类部件可能未

新部件还是二手部件?

经过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测试。

— 如果您在内部维修，您提供什么级别
的维修?

6

表 3. 关注校准过程和结果文档记录的评估问题
文档记录

提供商 A

提供商 B

重要意义

测量报告包含哪些内容?

详细的报告能帮助您确认测试将覆盖关键技术指

— 报告能否帮助我确定性能测试的全

标的所有参数和测试点。

面性?
— 其他产品线型号能否与公司的关键技
术指标相一致?
可追溯性报告包括哪些内容?

这有助于您确认需要的测量结果可追溯至国家计

— 是否所有列出的仪器都 在您的认证

量机构，并已通过认证机构的审计。

范围内?
— 是否所有的测量结果都可追溯至 SI
单位?
对于报价或推荐的服务，您是否能够为

对比重要文档可以帮助您评估不同提供商的能

我的主要仪器提供测试报告样本？

力，以确保您可以信赖仪器提供的测量结果。

立即采取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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